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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罗小华 彭
国平) 12 月 5 日， 笔者从郴州
市卫计委获悉， 郴州市北湖区
委、 区政府将关爱计生特殊家
庭作为系统工程来抓 ， 创新
“三有” 模式： 经济和生产有
帮扶、 生育和生活有照顾、 精
神和情感有关怀， 深层次、 全
方位服务好每一位计生特扶家
庭对象， 让他们真正感受到党
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

经济和生产上有帮扶 一
是提高标准帮扶。 该区在落实
国家计生特殊家庭特扶金 （独
生子女死亡每人每月 450 元 、
伤残每人每月 350 元 ） 基础
上 ， 提高到每人每月 800 元 ，
区里每年另补资金 192.564 万
元。 二是实施紧急救助。 对独
生子女家庭遭到突发事件、 重
大自然灾害等其他意外事故，
造成家庭成员死亡或三级以上
伤残的 ， 给予不低于 5000 元
的紧急救助 ， 该区每年约 20
人享受 5000 元的紧急救助 ，
每年投入资金约 10 万元 。 三
是做好保险理赔， 保险理赔比

率高达 169.02%。
生育和生活上有照顾 一

是提供再生育和收养服务。 目
前 ， 已帮扶 2 名特殊对象生
育了小孩 ， 帮扶 4 名对象落
实了收养政策 。 二是提供养
老扶助 。 区财政为参加城乡
居民养老保险的特殊家庭成
员代缴养老保险 ； 结合社区
和社会个体的 “日间照料中
心”， 让特殊家庭通过抱团取
暖的方式走出精神困境 。 三
是实施医疗救助 。 2018 年财
政投入 32.54 余万元， 为农村
特殊家庭成员缴纳新型农村
合作参合金 、 城镇特殊家庭
成员城乡居民医疗保险金 。
同时 ， 指定郴州市第三人民
医院为计生特殊家庭医疗服
务定点医疗机构 ， 对需要紧
急 救 治 的 对 象 ， 开 通 急 诊
“绿色通道 ” ， 并对就诊对象
的门诊医技费用给予 10%优
惠 ， 住院费自费部分每人每
次减免 600 元。 今年来， 全区
接受计生特殊家庭成员就医
156 人次 ， 农合报账达 150.6

万元， 赔付保险资金 27.99 万
元 ， 免费 19.5 万元 ， 实行了
计生特殊家庭成员免费住院
医疗服务 ， 为特殊家庭成员
306 人实行了免费体检。

精神和情感上有关怀 一
是突出点对点服务。 建立特殊
对象监护人制度， 建立一户一
策帮扶联系制度， 明确每一个
特殊家庭都由两名帮扶人员负
责进行结对， 建立了爱心联系
卡， 与志愿者服务中心爱心人
士配合服务， 随时可以通过电
话联系， 尽力帮助他们解决在
生产生活上碰到的难题。 二是
突出联谊活动开展。 每年举办
“ 5.29” 协 会 会 员 活 动 日 和
“7.11” 人口宣传日， 开展 “倡
导健康生活建设幸福家庭 ”
“关爱女孩行动” “关爱贫困母
亲” “关爱特殊家庭” 等大型
活动。 三是突出传统节日走访
慰问。 每年春节、 端午节、 中
秋节 （重阳节） 等传统节日，
以区、 乡两级预算资金对计生
特殊家庭开展走访慰问， 2018
年走访慰问资金达 61.32 万元。

郴州市北湖区创新“三有”模式

帮扶计生特殊家庭
������本报讯 （记者 刘琼） 12 月 5 日， 本报联
合湘潭市第一人民医院举办的 “健康中国” 头
条新闻竞赛活动圆满结束， 活动共收到新闻作
品 226 件， 经评奖委员会认真遴选、 评定， 9
件新闻作品获奖。 其中一等奖 1 件， 二等奖 2
件， 三等奖 6 件。 获奖名单如下：

一等奖： 《关爱老年人， 一科治多病》
（作者： 段佳艺）

二等奖： 《四道防线保障， 三条底线兜
底》 （作者： 谭德伟 梁湘茂）、 《十八洞村落
实健康扶贫政策》 （作者： 杨胜国 贾海花）

三等奖： 《长沙伢子为瑞典患者送去救
命种子》 （作者： 谢添翼 吴泽芳）、 《湖南省
卫生健康委员会挂牌成立》 （作者： 段涵敏
梁湘茂等）、 《非洲留学生紧急献血救助湖南
熊猫血患者》 （作者： 左彩云）、 《桑植健康
扶贫 “扶” 到实处》 （作者： 谭小林）、 《筑
牢肿瘤防治的防火墙》 （作者： 段斌）、 《任
性糖奶奶爱吃肉险致盲 》 （作者： 王璐 刘
莉）

评奖委员会认为， 上述获奖作品以人民健
康为中心， 紧紧围绕 “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
领， 共筑健康中国梦” 主题， 发掘各地医改新
亮点， 共享科技创新成果， 彰显医护人员新风
采， 展示医疗新技术新项目。 作品主题鲜明，
内容真实， 角度新颖， 指导性、 感染力强。 评
委会近期将向获奖作者颁发证书及奖金。

������本报讯 （通讯员 谭洪毅 秦璐） 近期天气
越来越冷， 专家提醒， 慢阻肺冬天更容易发作
甚至急性加重， 冬季也是慢阻肺患者死亡的高
发期。

长沙市中心医院呼吸病诊疗中心主任、 主
任医师杨红忠介绍，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简称
慢阻肺， 指的不是一种单一的疾病， 而是一个
总称， 用来描述导致肺部气流受限的慢性肺
病。 目前， 我国 40 岁以上人群慢阻肺患病率
已上升至 13.7％， 预计 2030 年将成为中国的
第三大杀手疾病死因。

如何才能让慢阻肺患者安全过冬？ 杨红忠
提醒， 如果已经被确诊为慢阻肺， 到了冬天，
第一， 要注意保暖； 第二， 要少到人多的地
方， 避免感染呼吸道疾病， 远离烟雾； 第三，
在天气转冷之前接种流感疫苗和肺炎疫苗， 防
止因病毒或细菌感染而导致慢阻肺急性加重。
因为慢阻肺急性加重的主要原因多为感染； 第
四， 一定要规律用药。 即使在慢阻肺稳定期，
也要按照医生的要求规律用药， 以减少慢阻肺
急性加重的次数； 第五， 对于那些重度慢阻肺
存在缺氧的患者， 应该坚持长期的家庭氧疗，
每日吸氧时间应在 15 小时以上。

��������近日， 娄底市第
二人民医院护理部组
织举办了一场“实习
护士实践技能考核比
武”， 此次考核加入了
临床科室接诊新入院
病人内容， 既考核了
日常工作流程的熟悉
程度和流畅性， 也考
核了贯穿在日常工作
中实习生的沟通能力、
宣教水平和人文关怀
理念， 还考核了患者
突然病情变化后的急
救意识和快速反应处
置能力。
通讯员赵维力刘建英

摄影报道

创新实习护士考核模式
专家：安全过冬“五注意”

———衡阳市医疗卫生事业发展 40 年回眸
人民健康获得感多多


